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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职称办〔2020〕92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副高）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公布江苏省

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副高）资格评审委员
会评审结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0〕74 号）精神，经江苏省
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会评
审通过，邵宏文等 41 人已具备中职校高级讲师（高级实验师）
资格，赵秀琴等 26 人已具备中职校高级讲师（乡村）资格（名
单附后），现予公布，时间自 2020 年 11 月 15 日起算。 

 
附件：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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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专业技术资格

1 邵宏文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 

2 陆琳杰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机电 高级讲师 

3 陈小林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交通 高级讲师 

4 王雪峰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水利 高级实验师 

5 芦莹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 

6 李婷玉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 

7 周娴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 

8 时敏 南京商业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 

9 南珺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 

10 王琼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 

11 陈薇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 

12 朱莉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 

13 郑静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 

14 张蕾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 

15 张晓兰 南京商业学校 德育 高级讲师 

16 潘力 南京商业学校 体育 高级讲师 

17 俞和平 南京商业学校 体育 高级讲师 

18 邱燕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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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专业技术资格

19 曹金融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20 姜瑞 南京商业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21 孙长稳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22 姜姝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23 张力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 

24 王宁华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文化艺术 高级讲师 

25 朱秦志 江苏传媒学校 文化艺术 高级讲师 

26 曾丽莉 江苏传媒学校 文化艺术 高级讲师 

27 韩抒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服务 高级讲师 

28 罗飞 南京商业学校 旅游服务 高级讲师 

29 夏育成 南京商业学校 旅游服务 高级实验师 

30 王颖 南京市医药中等专业学校 医药卫生 高级讲师 

31 洪慧娟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 

32 王艳蓉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 

33 丁小妹 南京商业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 

34 项磊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 

35 陈嫣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36 徐蕾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37 郑瑛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38 赵萍 南京商业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39 万兰平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 4 —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专业技术资格

40 陈仕祺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41 栾昌花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 

42 赵秀琴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3 贡海旭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4 王勇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5 王军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6 魏燕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7 刘燕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8 陆静静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电工 高级讲师（乡村）

49 吴达胜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机电 高级讲师（乡村）

50 姚雪莲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机电 高级讲师（乡村）

51 李登高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交通 高级讲师（乡村）

52 徐志敏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土木水利 高级讲师（乡村）

53 杨宏霞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高级讲师（乡村）

54 韩立红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外语 高级讲师（乡村）

55 周静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德育 高级讲师（乡村）

56 孙业林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经商贸 高级讲师（乡村）

57 舒君丽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纺织服装 高级讲师（乡村）

58 秦娟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服务 高级讲师（乡村）

59 陈飞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乡村）

60 杨艳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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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专业技术资格

61 李彦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乡村）

62 薛红霞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乡村）

63 陈洪宝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高级讲师（乡村）

64 苏有仁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理 高级讲师（乡村）

65 毛瑞燕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生物化学化工 高级讲师（乡村）

66 夏根水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生物化学化工 高级讲师（乡村）

67 周王超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 高级讲师（乡村）

 
 

 
 


